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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妇幼健康水平
九江市妇幼健康促进教育基地挂牌成立

日前，九江市妇幼健康促
进教育基地在九江市妇幼保健
院西院（八里湖院区）揭牌。
该基地是九江市妇幼保健院
积极响应健康中国行动，紧紧
围绕妇幼卫生中心工作，促进
全市妇幼健康水平提升的重要
载体。

基地面积达 1100 平方米，
内设健康科普展厅、但福德剧
场（儿童电影院）、院史展厅。
该院将依托医疗、保健、健康教
育、科研、服务等内容，以广大

群众，尤其中小学生、幼儿园孩
子、妇女、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为
服务对象，提升群众主动防病
意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基地将与中小学校、幼儿
园合作开展实践活动，组织孩子
集中学习全生命周期保健、生命
科学、心 理 健 康 等 方 面 的 知
识。与社区、学校、早期教育培
训机构、康复机构等单位进行
联合，开展健康教育与健康促
进活动，进一步保障妇女儿童
健康与安全。 （杨 敏 黄 华）

日前，省皮肤病专科医院
皮肤外科成功为一位患者切除
长在胸颈部重达 1.5 公斤的神
经纤维肉瘤。

李女士 8个月前胸前出现
一颗绿豆大小的肿物，不痛不
痒，因未及时治疗，肿物迅速增
大，严重影响生活。经检查，李
女士的肿瘤面积大，累及颈胸
部，紧靠颈动脉、气管、甲状腺

等重要器官组织，并与胸骨、锁
骨粘连，而且李女士还患有先
天性脊柱侧弯、胸骨侧弯，手术
大出血和窒息休克风险很大。

术中，专家全程使用高频电
刀对瘤体进行切除，并选择李女
士左大腿部皮片对肿瘤切除继发
创面进行皮肤移植修复，经过医
护人员7个多小时的努力，手术
顺利完成。 （叶 杰 许煜霞）

省皮肤病专科医院
成功切除1.5公斤神经纤维肉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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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乡市中医院
开展科技活动周宣传义诊活动

为响应全国科技活动周倡
议，日前，萍乡市中医院临床
医师、护士及志愿者开展了形
式多样的宣传服务活动。

该院组织专家深入农村、
社区，开展义诊活动，到学校等
开展健康宣教；在门诊大厅举
行科技战“疫”成果展；在开发

区火神广场为群众提供义诊、
咨询、宣教；在永昌寺社区为
居民讲解高血压的预防知识，
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知识
讲座；在李子园社区向居民宣
传健康饮食、用药指导、养生
保健等。

（舒 宇 周 鑫）

日前，景德镇市妇幼保健
院联合珠山区新村街道百眼井
社区组织开展了“大手牵小手，
圆梦青少年”慰问活动。

自 2016 年起，该院党员干
部就与百眼井社区 6 名困难青

少年结成对子，定期开展帮
扶。该院党员干部经常与孩子
们保持联系交流，详细了解他
们的学习、生活情况，鼓励他们
积极乐观地学习生活。

（刘也滋）

景德镇市妇幼保健院
联合社区开展爱心帮扶活动

9 月 3 日，赣州市妇幼保健
院“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技术
（PGT）”（俗称第三代试管婴儿
技术）通过国家级辅助生殖技术
评审专家组评审，成为江西省第
二家获准开展该技术的医疗机
构。

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技
术，是继体外受精-胚胎移植
（IVF-ET）技术（第一代试管婴

儿）、卵胞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
技术（第二代试管婴儿）之后的
又一项全新技术，即针对将要放
入子宫的胚胎进行植入前胚胎
遗传学诊断，检测出携带严重遗
传疾病的胚胎，选取健康的胚胎
进行移植，进而阻断遗传病传递
的方法。该技术主要适用于染
色体病、单基因遗传病、反复流
产和反复种植失败的患者，为这

类人群“保驾护航”。
赣州市妇幼保健院生殖与

遗传科现为赣州市生殖医学分
会、赣州市生殖与遗传研究所、
赣州市生殖医学质量控制中心
挂靠单位。自 2013 年获批开展
试管婴儿技术以来，已有2000多
个健康的试管婴儿在这里诞生，
各项技术指标达到国内先进水
平。 （夏 兰 周小梅）

赣州妇保院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获批试运行

提供“一站式”诊疗服务

神经系统疾病患者常会遇到，不知道要去看神经
内科还是神经外科，要接受药物治疗还是手术治疗，
有些患者要在多个科室中辗转。

为了规范神经系统疾病的诊治流程，提高综合救
治能力，改善患者预后，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象
湖院区成立由神经外科、神经内科、神经康复、疼痛
科、心身医学科、神经内镜中心、卒中中心等核心部门
组成的脑科中心，并建立以神经系统疾病为中心的诊
疗体系，为患者提供“一站式”诊疗服务。

该中心采取以患者为中心的运行模式，患者入院
即进入全程诊治管理，神经内科和神经外科专家在同
一个诊室共同看诊，并根据患者实际情况量身制定诊
疗方案。从内科对病人的诊断，到外科手术，再到神
经内外科的协作治疗，该院脑科中心形成了一套规范
的流程。

“有些患者手术后，需要内科药物治疗，后续还要
康复及心理治疗，而多学科融合在一个平台下，患者

无需多跑腿，可以享有‘一站式’系统的诊疗服务。”该
院副院长洪涛说，中心给患者提供专业诊疗的同时，
还十分注重对脑疾病患者疼痛的管理，疼痛中心开展
了射频消融、等离子治疗、神经调控等技术，旨在减轻
患者痛苦，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提升疑难病诊治能力

日前，抚州一位居民在家突然倒地，神志不清。
经当地医院检查后转运至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
疗，诊断为丘脑出血、脑室出血、脑部感染并伴有其他
基础病。经该院脑科中心多学科专家联合抢救，患者
转危为安。

目前，该中心搭建了内镜颅底诊疗平台、脊柱脊
髓疾病诊疗平台、颅脑创伤诊疗平台、脑功能性疾病
诊疗平台、脑血管病诊疗平台、疑难罕见病诊疗平台
等六大脑疾病诊疗平台，基本涵盖了目前所有的脑部
疾病。

“作为研究型医院，必须要‘两条腿’走路，除了临

床服务外，科研能力也非常重要。”据介绍，中心建有
神经科学实验室，并与南昌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建立
合作，推动中心临床科研一体化发展。同时，确定了
神经内镜技术、神经肿瘤、神经网络、神经系统疑难罕
见病、脑功能性疾病五大重点研究方向。

值得一提的是，该院神经内镜中心是中国医师协
会神经外科医师分会神经内镜专业委员会主委单位，
颅咽管瘤的临床与基础研究及推广应用填补了业内
空白，神经内镜及下丘脑垂体研究目前处于国内领先
水平。

建设区域诊疗中心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脑科中心自成立后，不断
提升疑难病诊治能力，完善神经疾病多学科诊治体
系，构建区域内的神经疾病预防网络，力争建成国内
先进的神经系统疾病临床诊疗中心。

2019年，国家卫健委发布《国家神经疾病区域中
心设置标准》。该中心在医疗服务能力、教学能力、科
研能力、承担公共卫生任务情况、落实医改相关任务
和履行公益情况等六个方面全面提升。

2020年6月，省卫健委批复同意南昌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成立江西省神经疾病医疗中心，并支持该院建
设国家神经疾病区域中心，积极发挥神经疾病医疗中
心的辐射带动作用，推进区域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的
协同发展，切实服务广大人民群众。

除了申报国家神经疾病区域中心外，该中心还充
分利用平台影响力，提升全省及周边地区的脑疾病防
治水平。该中心牵头成立了江西省神经外科医联体，
牵头成立了中国南部区域性神经内镜联盟。

建设一流精神专科医院

面对面
健康江西

心理健康是健康的重要
组成部分。近年来，赣州市第
三人民医院坚持“大专科、小
综合”的发展定位，不断强化
内涵建设，重点打造精神科、
心理科、睡眠科、老年科、康复
科，力争把医院建设成赣粤闽
湘边际区域具有竞争力的品
牌专科医院。

以新院区建设为契机，推
动医院高质量发展。随着广
大民众解决心理问题的需求
不断增加，就诊人数逐年增
多，加之医院规模偏小，群众
看病难问题凸显，为此，医院
启动了新院建设项目，新院区
总投资 12 亿元，占地面积 120
亩，编制床位 1200 余张，以国
内一流专科医院的标准，打造
具有品牌特色的精神病专科
医院。医院以新院区建设为
契机，优化学科布局，在做优
做强精神专科特色的同时，为
康复科、儿少精神科、物质依
赖科等新兴学科快速成长筑
牢坚实基础；与国内一流的精
神专科医院建立紧密型医联
体，邀请顶尖专家定期来院坐
诊、查房、教学，推动医院医疗
技术水平稳步提升；适度发展
妇产、内科、口腔等综合性学
科，提供规范的诊疗服务，减
轻患者身体和心理痛苦，促进
患者全面康复。

近年来，医院不断强化特
色学科建设，开设了综合精神
科、儿少精神科、物质依赖科、
心理睡眠科、老年精神科等科
室，组建了独立的心理康复院

区，实行分区诊治，提供 24 小
时危急重症诊疗服务；深入推
动亚专科发展并大力开设特
色门诊，门诊部设有精神科门
诊、心理与睡眠门诊、心理咨
询门诊、心理治疗门诊，其中
精神科设有癫痫性精神障碍
门诊、物质依赖门诊、早期干
预门诊。

以公益性为根本，推动人
文医院内涵建设。借助挂靠
医院的赣州市医学会精神卫
生、心理卫生、睡眠卫生专科
分会和赣州市未成年人心理
健康专科分会等学术平台，医
院牵头成立由 32 家医疗机构
组成的赣州市精神病防治专
科联盟，形成了“市—县—乡
—村”四级防治网络全覆盖；
牵头成立赣州市社会心理健
康服务协会，并在各县市区设
立分会，开通24小时免费心理
援助热线，为公众提供心理援
助，建立并完善心理危机干预
和心理援助服务模式；对贫困
家庭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实施
免费救治，及时收治肇事肇祸
和流浪乞讨精神病人；指导、
督导基层医疗机构开展严重
精神障碍患者日常发现、登
记、随访、危险性评估、服药指
导、应急处置等服务。

（赣州市第三人民医院院
长 刘少华）

日前日前，，南昌市部署秋冬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南昌市部署秋冬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统筹做好人员统筹做好人员、、物资物资、、场地等防控应急准备场地等防控应急准备。。冷素安摄

伏羲九针神农药，岐黄问对天
下传。江西省中医院妇科经过几
代中医人励精图治，实现了从杏林
幼苗到杏林奇葩的嬗变。近年来，
该科坚持中西医相融合，充分运用
现代科技，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
打造妇科优势品牌。

术精岐黄

妇科是江西省中医院最早成立的学
科之一，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传
承，先后涌现出沈波涵、潘佛岩、朱金凤
等全国妇科名医名家。

在多年临床及研究中，该院妇科主
任、学科带头人蒋贵林认为，中医在治疗
月经病、带下病、妊娠病、产后病、杂病等
五大类妇科疾病上有独特的优势，在临
床上开展了穴位贴敷、热奄包外敷、中药
直肠滴入、热敏灸促排卵等一批中医特

色治疗项目，针对不孕不育症、保胎养
胎、盆腔疼痛、早衰（更年期综合征）、痛
经（原发和继发）、产后调护、良性肿瘤的
干预、术后快速康复等八大系统妇科疾
病实施辨病和辨证施治。

该院妇科还系统总结研究临床经验
和挖掘文献资料，深入研究中医药治疗
具有优势的病种和环节，制定了一系列
具有中医药特色的专科专病诊疗方法，
为临床提供诊疗依据。

塑造品牌

在继承发扬传统中医中药精粹外，
该院妇科还充分融合西医先进诊疗技
术，在全省较早开展宫腔镜、腹腔镜以及
宫腹腔联合技术。经过多年发展，科室
转变为中西医相结合、辨病和辨证论治
为基础，依靠现代医疗设备与先进技术
完成诊疗任务的临床科室，能够对多种
妇科疑难、急危重症进行诊断和治疗。

学科发展关键靠人才。科室现有国
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2 人、全国老中医药
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导师 1 人、江西省名
中医 3 人、博士生导师 2 人、硕士生导师
14人。科室还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等
多种方式，打造优秀人员队伍。

一流的学科必须有一流的管理。
科室设立了医疗、教学、质控、感染等
16 个小组，让每位医护人员参与到学
科建设与管理，促使他们快速成长。
除了大力培养人才，科室还倡导狼性
文化，注重团队协作能力；而对待患
者，科室又注重人文医学，为患者提供
有温度的医疗服务，营造和谐融洽的
医患关系。

“江西每个县区我们都去过，通过义
诊帮扶、学术讲座、培训带教、查房指导
等形式，带动了全省中医妇科协同发
展。”正是在这种精益求精的态度、孜孜
不倦的追求精神驱动下，该院妇科发展
成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重点专科，成为全省乃至周边省份一
块“金字招牌”。

传承创新

近年来，该科创新开展了热敏灸、平
衡火罐、铜砭刮痧等中医治疗技术。特
别是在内病外治、内外合治、一病多治、
多病一治等治疗方式上形成了一套成熟
的中医理论体系。

有一位外省青年女子经常性痛经，
通过使用该院妇科自制的痛经贴，痛经
问题迎刃而解。该科还创新研制了暖宫
贴、早衰贴、保胎贴、止吐贴、产后贴等十
多种妇科穴位贴敷，年贴敷量达到 100
多万片。同时开发了 APP，便于患者正
确找到穴位，取得很好的社会效益。

针对部分怀孕的女性，科室采用“内
病外治”法，通过外擦、外敷、外洗、外贴
等自制制剂的使用，在不吃药不打针的
情况下有效保证母婴安全。

日前日前，，南昌市第三医院组织肿瘤内科南昌市第三医院组织肿瘤内科、、儿科儿科、、妇科等科室专家开展义诊妇科等科室专家开展义诊，，并向居民发放便民联系卡并向居民发放便民联系卡、、双向转双向转
诊绿色通道就诊卡诊绿色通道就诊卡。。 邱宇辰邱宇辰摄摄

为帮助基层医疗机构的骨科医生掌握运用关节为帮助基层医疗机构的骨科医生掌握运用关节
镜技术镜技术，，推进运动医学关节镜技术的发展推进运动医学关节镜技术的发展，，日前日前，，南昌南昌
市洪都中医院举办了膝关节镜基础培训班市洪都中医院举办了膝关节镜基础培训班。。胡梁深摄

岐黄仁心佑安康
——江西省中医院妇科发展侧记

守护“生命禁区”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脑科中心建设见闻

□ 林 莫 熊岩涛

大脑是人体活动的“司令部”，结构复杂，因此被称之为“生命禁区”。近年来，

脑血管疾病发病率逐年上升，成为居民健康的最大“杀手”之一。为了让脑血管疾

病患者得到更好的治疗和管理，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高标准组建脑科疾病诊疗中

心，守护大脑这一“生命禁区”。

□ 林 莫 沈德森


